
遗失南京皓克托贸易有限
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扬中市柯达摄影图片社公
章遗失，寻回后不再使用，
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鼓楼区左中华
水果店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 ， 注 册 号
320106600358275 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南京市栖霞区张
燕形象设计中心遗失法人
章、财务章各一枚现声明作
废
遗失南京昭程农业有限公
司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袁惠民《离休证》，证
号参字第 5087 号，发证日
期1996年9月1日，声明作
废！
遗失：袁惠民《残疾军人
证 》 ， 证 号
200509231082611301001
8 ；《残疾军人证》，证号
00112541。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翔策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遗失：田原，第二代居民身
份 证 ， 证 号 ：
320124198510220415，声 明
作废。

※ 遗 失 ※※ 遗 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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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彩焦点受注赛事一览
周三101 挪超 桑纳菲尤尔VS博德闪耀 07-01 00：00
周三102 挪超 特罗姆瑟VS克里斯蒂安松 07-01 00：00
周三103 挪超 罗森博格VS海于格松 07-01 00：00
周三104 挪超 维京VS斯塔贝克 07-0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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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是体彩大乐透独有的投注方
式，许多中奖者通过追加，有效提升了
中奖奖金。在6月16日开奖的大乐透
第21068期，来自盐城的购彩者孙女
士，就是凭借一张2倍投注的追加票，
中得了2247万元奖金。而在最新开奖
的大乐透第 21073 期，送出了一注
1800万头奖（含追加）和1注1000万
头奖。同样是头奖，奖金相差800万
元，追加的威力再次显现。

盐城购彩者领走大乐透2247万

6月 16日开奖的大乐透第21068
期，全国共开出13注一等奖，其中2注
进 行 了 追 加 投 注 ，全 部 花 落 盐 城
3209059783体彩网点。近日，大奖得
主孙女士现身省体彩中心兑奖大厅，
领走了这份幸运。

仔细查看她带来的中奖票，是一
张2倍追加投注的7+3复式票，牢牢将
大乐透第21068期开奖号码“02、20、
21、26、30+02、10”囊括其中。该票除
了中得2注追加投注一等奖，还收获了
4注追加投注二等奖，以及20注四等
奖、40注五等奖、20注六等奖、40注八
等奖，单票中奖总额为22474154元。
谈及购彩经历，孙女士表示，她买体彩
有十几年了，在玩法的选择上，现在以
大乐透为主。而且她喜欢追加投注，
这是大乐透独有的优势，不用可惜了，
至于是否复式投注，则是看具体情况
而定。

此前，孙女士最多中过万元左右
的奖金，千万级大奖，还是第一次中。
当她得知自己中奖的那一刻，还是挺
开心的。

大乐透又开出2注一等奖

6 月 28 日，超级大乐透第 21073
期前区开出号码“08、12、14、20、24”，
后区开出号码“06、10”。当期全国销
量为2.80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
金1亿元。

当期全国共开出2注一等奖。其
中，1注为1800万元（含800万元追加
奖金）追加投注一等奖，落户新疆阿克
苏；1注为1000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
落入云南曲靖。对比可见，由于采用
了追加投注，当期来自阿克苏的中奖
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比曲靖的中奖
者多拿了800万元追加奖金，从而使得
单注一等奖总奖金达到封顶的 1800
万元。追加投注是大乐透独有的投注
方式，在2元基本投注的基础上，多花
1元进行追加投注，可多得80%的浮动
奖奖金。数据显示，新疆阿克苏的中
奖者，购买的是一张“7+3”追加投注复
式票，除中得1注1800万元追加投注
一等奖外，还中得2注追加投注二等奖
和若干注固定奖，单票总奖金高达
1852万多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6.57
亿元滚存至6月30日（周三）开奖的第
21074期。

追加助力

盐城购彩者中得体彩大乐透2247万

为丰富群众生活、增强人民体质、
加快体育强国建设，落实全民健身和健
康中国国家战略，江苏各地体彩开展了

“体彩健身达人秀”第二阶段活动，在
刚刚结束的第一期活动中，各活动网
点内体验活动人数远远超过预期，在
体彩网点周边产生了较好的反响。

远离亚健康！常州“体彩
健身达人秀”持续火爆中

“体彩健身达人秀”第二阶段活
动在常州已经正式开启，相比第一阶
段的运动器材和健身方式，很多体彩
实体店又添置了一些新器材，尝试了
更多新玩法，如磁力飞镖、趣味投篮
等，受到了更多健身爱好者的喜爱与
支持。“需要参加我们体彩举办的‘健
身达人秀’活动吗？动一动出出汗，
远离亚健康。”刚刚走进3204004989
实体店，就听到业主在热情地招呼进
店的购彩者参与活动，还向大家耐心
解释各种器材的玩法和小程序打卡
规则。业主向我们介绍，正值欧洲杯
期间，店里相较往常更加热闹了，有
些购彩者在店里一坐就是两三个小
时，业主就会趁他们研究完比赛的空
当邀请他们一起参与运动，像磁力飞
镖这些就很受购彩者们的欢迎，很多
参与过第一阶段的购彩者偶尔也会

相约进店动一动，相互切磋一下。

结合欧洲杯！无锡“体彩
健身达人秀”火热进行中

夏日炎炎，“体彩健身达人秀”第
二阶段活动在无锡也火热开展起来，
相比第一阶段，本阶段会结合当下欧
洲杯热度，选择以球类为主的挑战项
目，增设了双人协作，同时加大运动
挑战难度系数，从而激发大众更高的
参与热情。来到无锡市区金太湖国际
城的3202052283网点内，还未进门
便看到业主周女士正在门前跳绳，周
女士告诉我们，门前空地比较大，方
便施展，她从第一期活动开始就运动
到了现在，在自己空暇时也会号召经
常来购彩的老顾客一起活动活动筋
骨。说罢，她便带领我们来到店内玩
起了筷子夹乒乓球和飞镖等小游
戏。工作和运动的有机结合，使网点
销售员以及购彩者能够锻炼身体，放
松一刻。同时公益体彩为实体站点
赋能，继续传递全民健身理念。

顶呱刮足球主题彩票热销
票面征集活动进行中

“体彩健身达人秀”
第二阶段活动火热进行中

学习身边榜样 汲取前行力量
体彩党员争当为民服务先锋

欧洲杯淘汰赛激战正酣，体彩顶呱
刮足球主题票“进球啦”正在江苏体彩
网点热销，带给球迷们另一种感受球赛
激情的方式。

主题票种“进球啦”，带你感
受球赛激情

体彩顶呱刮新票种“进球啦”是以
“进球”为主题的一款新票，票面设计动
感时尚，让购彩者如临足球比赛现场，
感受足球赛事的激情与惊喜。

“进球啦”单票面值10元，有10次
中奖机会，最高奖金40万元。该票游
戏玩法包含数字匹配和找中奖符号两
种。游戏一：首次采用找比分匹配的玩
法，规则为：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投注
比分中任意一个比分与实际比分相同，
即中得该比分下方所示的奖金金额。
游戏二：采用找中奖符号“进球啦”的方
式，规则为：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进
球啦”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
金额。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6月5日-7月 15日，使用体彩小
程序扫描竞彩票票面或“进球啦”即开
票保安区二维码，即可参与有奖互动游
戏，更能助力山区孩子圆足球梦想。

此外，相关主题即开票“巅峰对
决”“一蹴而就”也在江苏各体彩网点有

售，让大家畅快看球的同时更能感受惊
喜。

票面征集进行中，欢迎秀出
你的创意

2021年即开型体育彩票票面征集
活动目前正在火热进行中。“刮开幸运，
创意由我”，本次体彩即开票票面征集
活动正是给每一位有灵感、有创意的人
建立舞台，让优秀的“想法”和“脑洞”跃
然纸上，每个人都是体彩即开票“票面
文化”的创造者。

现在登录中国体彩网即开票票面
创意征集专题页、“体彩顶呱刮”微信服
务号、“中国体育彩票”APP或微信小
程序即可参与。

7月 16日至7月 31日，活动将进
入评审期，体彩将组建专业评审团对征
集作品进行评审打分，评选出40个入
围作品奖和10个优秀作品奖，送出丰
厚奖品，获奖情况将于8月向社会各界
公示。

“即买、即开、即兑”的体彩即开票
一直备受广大购彩者青睐，想让你的

“想法”成为“现实”，在指尖传递幸运
吗？那就赶快开动大脑，为汇聚与传递
体彩公益正能量贡献智慧和力量吧。

彩文

在我们周围有很多共产党员，他
们平时爱岗敬业默默奉献，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他们始终牢记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群
众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
体彩系统，广大党员在工作和生活中
树立了良好榜样，在平凡中彰显了不
平凡的力量。

下好苦功练得真功

高温酷暑中发放宣传物料，寒冬
腊月里进行规范化检查，近10年，福
建宁德体彩专管员章文明每天不辞
辛苦，穿梭于各个体彩实体店之间，
为体彩代销者热心服务。

“在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时，我就
暗下决心，一定不断学习，提升自身
能力，不辜负党组织的栽培！”进入体
彩系统后，章文明怀揣赤诚之心，用
不怕下“苦功夫”的毅力和韧劲，换来
一身体彩业务“真功夫”。

他曾多次被评为优秀专管员，被
福建省体彩中心党总支评为2019年
度优秀共产党员，荣获过“2020年中
国体育彩票创新赛”创新奖。

热血青年的公益人生

作为一名90后青年，天津体彩
实体店代销者程丛乐是个热心肠。
在当消防员的8年当中，他参加过多
次事故救援，救人于水火之中，也多
次获得荣誉表彰。

“作为人民子弟兵，我要冲锋在

前，作为党员，我要站在群众最前方，
把危险留给自己，把最好的留给百
姓。”经营体彩实体店的三年多时间，
程丛乐将这句话铭记在心。他积极
参加公益活动，尽自己所能为需要帮
助的人送去温暖。

当被问到做公益的目的时，程丛
乐斩钉截铁地回答：“公益是我应该做
的，没有什么目的，只想把党对我的培
养恩情，回报给社会，义无反顾。”

以诚信树立体彩品质

“老任做人诚信正直，在他这买
彩票倍儿棒！”提起北京这家体彩实
体店的代销者任宪东，大家纷纷竖起
大拇指。

现年61岁的任宪东于1983年入
党，从当年的军中小伙到如今满头白
发，不变的是他诚实正直的品格。任宪
东有次不小心给别人打错彩票，却歪打
正着中了4万元，购彩者以为自己没中
奖就没问，结果任宪东却将奖金悉数给
了购彩者。此后，大家对他更加信任。
有人说任宪东是真性情的好人，而他
却认为：“入党宣誓的时候，就把自己交
给党组织了，就得为人民服务，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 羊蓉


